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2 月 2 日，
我区第一时间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北京
基层干部群众的重大意义，切实抓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慰问重要讲话精
神的学习贯彻。区委书记夏林茂在
会上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
诲和嘱托，切实担负起核心区沉甸甸
的责任。区领导金晖、吴松元、宋铁
健参加会议。

会上，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北
京基层干部群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和 蔡 奇 书 记 在 市 委 常 委（扩 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与会人员一同
观看了总书记看望慰问北京基层

干部群众新闻片。

切实为党中央站好岗、放好哨

区委书记夏林茂在讲话中指
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看望
慰问北京基层干部群众的重大意
义，深切感悟总书记对首都人民特
别是东城人民的巨大关怀。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全区各级党
组织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
切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慰问
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切实用
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力量。要认真对标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我区视

察时提出的指示要求，自觉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来考虑核心
区工作，坚持“建首善、创一流”，切
实为党中央站好岗、放好哨。

夏林茂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为新起点，努力在更高水平
上推动“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区”
建设。一是要以服务保障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等重大活动为契机，牢记
维稳第一责任，更好做好“四个服
务”；二是要继续加强老城整体保护
与提升，传承好历史文脉，进一步擦
亮文化“金名片”；三是要统筹做好
老城保护与民生改善工作，进一步
提升人居环境，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

领、共治共享，突出抓好社区治理创
新工作；五是要切实做好冬奥会服
务保障工作，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局。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夏林茂最后强调，要继续发扬
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落实好习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慰 问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慰问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要
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这是衡量我
们“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树立得
是否牢固的“试金石”，也是检验我
们核心区工作能力水平是否合格

的重要标尺。我们一定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教诲和嘱托，以对党
绝对忠诚和钢铁般的担当，敢于挑
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切实
担负起核心区沉甸甸的责任。要
坚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以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在总书记关心的老城保护复兴、历
史文脉传承、民生改善、城市精细
化管理、社区治理等等方面拿出一
些硬招实招，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
新变化、新气象，努力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转化为核心区发展的生动实践，让
党 中 央 放 心 、让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放
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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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慰问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担负起核心区沉甸甸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大家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总书记的关心和嘱托就是我们奋斗追梦的动力

夏林茂检查庙会安保工作

我区召开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

东城文化活动多 百姓喜过文化年

我区17个街道开展禁放宣传活动

区领导与敬老院老人贺新春

本报讯 2 月 1 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前门东区，沿草厂四条胡
同步行察看街巷风貌，走进居民家中
看望慰问，了解居民生活情况，与群
众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并向大家致
以新春祝福。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通
过各种形式，实时关注总书记视察消
息，大家纷纷表示收到总书记的关怀
与祝福，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草厂四条 32 号院居民侯雅明回
忆道：“这次总书记来咱院儿看望大
伙儿，我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拿着
笔写春联时，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后
来，总书记还拿起一张福字贴在我家
窗户上。总书记给我家贴福，是我们
的荣幸，也是对所有群众的挂念和祝
福，祝愿所有人都家家有福，也祝愿
咱们国家繁荣昌盛。”

前门街道社区建设办干部李捷
说：“见到总书记，我非常激动，也非常
高兴，这是我工作以来最难忘的一天。
总书记的到来，是对我们基层工作者最
大的激励和鞭策，我们一定会扎根基
层、奉献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
老百姓过上平安喜乐的生活。”

位于草厂四条 36 号院的崇科文
创园，为孩子们提供课外课程，体验
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魅力。当天，在
这里工作的党员教师汪小丽见到了
总书记。“总书记和蔼可亲、充满笑意
地祝福大家新春快乐，祝愿人民过上
美好幸福的生活。听到他的殷切祝
福，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总书记时刻
惦记着大家的生活，相信在他的带领
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美好。
我从小生活在草厂地区，长大后再次

回到这里工作，心中更是感慨万分。
我见证了这一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到了大伙儿的生活越过越好。

东城城管干部张文侠今年已经
55岁了，自小在前门地区长大。虽然
已搬离 30 多年，但对这儿一直充满
着感情。看到新闻后，他在朋友圈第
一时间转发了这个消息，让大伙儿一
起感受总书记带来的幸福和温暖。
他说，总书记来到东城，来到前门，来
到最基层的群众身边，亲民爱民，不
仅仅带来了党的关怀温暖，更是对为
城市环境巨变付出努力的基层同事
们的鼓励。东城在胡同整治和改造
中，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切实体会到
了环境的巨变。作为基层的城管干
部，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对东城的
期望，在城市环境整治中继续奋发努

力，为东城城市环境质量实现全面升
级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乐林中街退休老党员吕文英
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再到新时
代，我亲眼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从
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尤其是十
八大以来，经过砥砺奋进的五年，咱
们国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真正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深入基层，来
到群众中，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作
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我一
定继续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为社区继续发挥余热。”

区委组织部干部韩玉川表示，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我们倍感振奋，既
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要把总书记的
亲切关怀转化为组织工作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
辜负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殷切期望。

团区委副书记关丽丽说：“聆听了
总书记的讲话和新春祝福，感觉无比
激动和光荣。总书记的讲话为首都的
基层干部群众鼓了劲、加了油、打了
气，作为首都核心区的青年，内心充满
了强烈的使命感，总书记的关心和嘱
托就是我们奋斗追梦的动力，我们将
不断进取、敢于拼搏、开拓创新，为东
城社会建设发展、为东城青年实现出
彩人生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区卫计委干部汪璇说：“从总书
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和坚定的眼神里，
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总书记时刻把我
们放在心里的温暖，也看到了他想要
带领大伙儿过上更好生活的信心和
决心。” 记者 李冬梅 刘旭阳

本报讯 2 月 1 日，区委书记
夏林茂检查地坛庙会、龙潭庙会
安保工作。

在地坛公园管理处，夏林茂检
查了园区内重点部位安保工作部署
情况，查看文创市集、故宫展位、二十
四节气展及方泽坛环境布置、景观
搭建等情况；在龙潭公园，检查门区

安检及冰雪嘉年华设施运行情况。
夏林茂强调，安全是重中之

重，两家庙会作为春节期间的大
型文化活动，要以保障安全为首
要任务，切实做好各项安全预案，
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为市
民们举办一届欢乐祥和的庙会。

本报讯 近日，我区召开安
全稳定工作部署会，部署春节、全
国“两会”期间全区安全稳定、服
务保障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在会
上要求，要高度重视春节和全国

“两会”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准
确把握我区的安全稳定形势，把
工作做细做实，为全年的工作开
一个好头。要全面落实维护安全
稳定的各项措施。严格履行特殊
时期重点区域的安全维稳职责，
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进一步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全力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要切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完成好城市运行、市场供
应、食品药品安全、送温暖等工作
任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责
任落实，以良好的作风确保全区
安全稳定。全区各单位立即启动
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强化应急协调联动和快速
反应，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
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做到反应
灵敏、处置果断、保障有力。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歌声飘，
锣鼓响，金猪送福来。春节、元宵节
期间，我区将举办一系列百姓喜闻乐
见、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让东城百
姓共度喜庆祥和、文化味儿十足的猪
年春节。

和亲朋好友一起吃地道的北京
小吃，看花会艺人的精彩表演，再买
个设计精巧的小物件……逛庙会是
春节期间广大市民的传统项目。今
年的龙潭、地坛两大春节文化庙会将
于2月5日正月初一开门迎客，于2月
9日正月初五闭幕。

据了解，此次地坛庙会首次与故
宫文创携手合作，展示65种、200余款
故宫文创产品。现场，主办方还将举
办文创年货市集。活动以创意设计、
文创生活为主题，由“老字号”创新、
智能科技体验区、创新品牌等内容组
成，以“喜气年味·文创有礼”为主题，
融合有吉祥寓意的经典元素,推出系
列文创产品，展位共计 80 个。同时，

地坛庙会还保留了一系列传统演出
活动，包括仿清祭地表演、民间花会、
欢歌笑语、吉舞祥歌、河北杂技5台演
出。并设置“京城瞬间·建国70周年”

“我为东城拍张照”等7组图片展；“祈
福纳祥”民俗互动体验；开展邮政爱
心包裹和儿童基金会爱心助学公益
活动。

龙潭庙会则主打冰雪项目，首
次引入冰上运动场，并引进专业教
练现场指导冰雪爱好者梨式刹车和
平行式滑行技术动作，让游客更好
地体验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同时，庙会还将举办 80 场文化
活动，包括搭建花会、笑语欢歌、杂
技、曲艺四大舞台，冰雪嘉年华互
动、新春接福三项互动活动，“相约
2022”冬奥图片展、百街千巷环境整
治成果展、“非遗”文化展、“画说老
北京”、京津冀民俗文化展、新时代
新东城六项图片展览活动。活动现
场还新增了台湾地区特色产品展示

及售卖。
老韩头、凤凰牌自行车、南京桂

花鸭……“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
展也于 1 月 28 日正式开幕。春节期
间，珐琅厂、盛锡福等 15 家来自东城
区的老字号品牌也受邀参展，观众在
畅游故宫的同时可以近距离感受到
老字号魅力。

此外，东城区第一文化馆、第二
文化馆分别在春节和元宵期间举办

“新春游乐会”“非遗闹元宵”暨东城
区新春非遗庙会等文化活动。通过
迎春灯谜、广场花会、秧歌舞蹈大
赛、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非
遗项目现场学做和实物展览等内
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角楼
图书馆还在春节期间举办“福猪贺
春”非遗剪纸展，共展出 57 幅由非遗
剪纸传承人与剪纸爱好者共同创作
的春节民俗主题剪纸作品，让广大
市民、读者领略到极尽工巧的剪纸
艺术。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春节前
夕，“严守禁放法规，保护城市环境，
共享美好生活”烟花爆竹禁放宣传日
活动，在全区 17 个街道及北京站、王
府井、前门大街等重点地区举行，现
场开展了禁放法规宣传等咨询活动。

在此次烟花爆竹禁放集中宣传
活动中，我区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对市
民进行禁放宣传。主会场悬挂着红
色的全面禁放烟花爆竹宣传横幅，并
摆放着宣传禁放知识的宣传展板和
板报。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致居民的
一封信》、“福”字等禁放宣传品、小礼

物，向市民宣传烟花爆竹禁放知识。
目前，全区17个街道已先后统一

制作发放宣传展板 728 块、宣传横幅
1000 余条、禁放宣传彩旗 1000 面、六
种宣传海报 1.9 万张。还有 30 万份

《致居民一封信》（福字）通过“送福”
入户进行宣传，最大限度地确保家喻
户晓，不留死角。全区1200个禁放宣
传展架已陆续向各商超市场、地铁
站、文化场所、酒店等室内公共空间
布设。此外，10万个印有禁放宣传内
容的环保购物袋也将同步在我区 21
家大型商超市场及部分中小超市向

购物市民免费派发。
区烟花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五环路以内禁放规定，区人大常
委会已经专门组织了由人大代表组
成的执法检查组，对各部门、街道、
地区禁放宣传、隐患排查、禁放看护
等工作情况开展检查，确保法规的
落实。

去年12月，我区查获违规燃放案
件 1 起，进入今年 1 月后尚无相关违
规案件发生。据东城消防支队统计，
目前我区已经清理可燃物 7 吨、排查
消除隐患22起。

本报讯 2月1日，夏林茂、金
晖、吴松元、宋铁健等区领导来到东
直门敬老院，与老人们共贺新春。

当天，区委书记夏林茂代表区
委、区政府给老人们拜年，并致以
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区领导和
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切寿桃，详细
了解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
并与老人们一起联欢，一同观看了

《感恩的心》《我和我的祖国》《不忘
初心》等文艺节目。老人们纷纷表
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各
级领导在春节前夕的亲情陪伴。

春节前夕，区四套班子领导
持续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分别走
访基层老党员、劳模和生活困难
群众，向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温
暖与新春祝愿。

■ 相关新闻


